
智能货物装卸 
让客户受益
6

客户杂志 第173期 2018年秋季

合作创新项目引领 
行业前行 
第14页

强强联合缩短海上 
风电机组的安装时间 
第16页

将货物作为船舶设计核心
的好处 
第11页

w
w

w
.m

ac
g

re
g

o
r.c

o
m



14

23

30 26

6

麦基嘉新闻是麦基嘉的客户杂志，发行量约15,000份。发行

人：卡哥科特集团旗下的麦基嘉。主编：Heli Malkavaara 

排版：Zeeland Family  印刷：Punamusta，Joensuu，Finland。

作者或被采访者的个人意见不代表麦基嘉的观点。当指明出处

时，允许复制杂志内容（照片除外）。

关注我们的社交
媒体 
您可以在领英网站关注麦基嘉以了解麦基嘉的

最新消息，以及近期工作机会的详情。

关注麦基嘉社交媒体官方频道： 

youtube.com/c/macgregor
linkedin.com/company/macgregorglobal/

智能货物装卸是
全新数字化时代
的核心

目
录



罗森德
麦基嘉总裁

麦基嘉致力于塑造船舶设备和海工行业，推动行业转型，引领智能

货物装卸，这意味着我们正加大投资,开发以麦基嘉智能（MacGregor 

Smart）为框架的数字化服务。（第6页）

在日益趋向于数字化的环境下，很多新的智能解决方案让我们的

经营更为安全和高效，从而实现更高的收益。成功采用智能解决方案

的关键在于发现能产生最大影响的解决方案,加以有效实施，以确保它

可以发挥最大的优势。针对一些已知问题，选择何种解决方案可能显

而易见，但在很多情况下，是那些不可察觉的损失导致利润从经营者

的指缝中悄悄溜走。 

麦基嘉明白，对于各行各业的客户而言，他们的优先事项各不相

同，他们的客户优先考虑的内容也各不相同，所以他们需要不同的解

决方案。 

我们希望客户能够充分利用我们众多的数字化产品组合所带来的

一系列优势。这些解决方案不再仅仅是梦想和憧憬，而是马上就能拥

有的产品。我们能够监控、保护和优化资产及经营绩效。我们的产品

可以减少效率低下的情况，将生产能力利用率最大化，同时还可以运

用自动化技术进一步加强安全，并提升效率。譬如，我们正在打造行

业首台无人操作卸货克令吊（第18页）。

我们也将继续履行其他承诺。我们将通过新成立的合资公司（第

5页）进一步巩固我们在中国的地位。同时，对于在中国着手新建项目

的欧洲船东而言，我们的滚装上海团队可为其提供指引（第28页）。

我们完成了对Rapp Marine公司的收购，可为渔业和高端专业科考

船舶领域提供更多帮助，同时我们也已经看到了从扩充产品组合后所

产生的突破性技术（第31页）。

麦基嘉的首台FibreTrac纤维绳深海起重机目前正处于最后建造阶

段，将于今年晚些时候进入市场（第23页）。我们相信，这项技术将

为海工负载处理领域带来前

所未有的重大发展。

最后一点，为了在行业

格局日新月异的今天保持我

们的地位，必须与所有主要

的利益相关方携手共进。通

过各种形式的合作，我们正

在转变我们为客户开发产品

和服务的方式，确保他们能

从中获益（第14页）。

不止是聪明， 
而是智能的解决方案

麦基嘉以全球领先的整体方案及服务引领海洋工程和

船舶设备产业，其背后由强大的麦基嘉、Hatlapa、 

Porsgrunn、Pusnes、Rapp Marine和Triplex众多品牌及产

品系列为支撑。通过与麦基嘉的紧密合作，船厂、船东

及船舶运营商得以优化自身业务生命周期的整体获利能

力、安全性、可靠性和环境可持续性。

麦基嘉定制的整体方案及服务均旨在为任何海况中

的货物装卸、船舶运作、海洋工程装卸、油气传输和海

上系泊作业带来卓越表现。智行于海。

www.macgregor.com

麦基嘉是卡哥特科（Nasdaq Helsinki: CGCBV）集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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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合作为南京中船绿洲
与麦基嘉成立首家合资公司
奠定了基础

今年早些时候，麦基嘉与中国船

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船集团）南京绿洲机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京绿洲）在中国南京成立

了首家合资公司。三十年的成功合作巩

固了南京绿洲与麦基嘉之间的相互信

赖。对双方而言，合资公司是一条必经

之路，标志着双方的长期战略合作进入

了新纪元。通过该合资公司，麦基嘉可

以与亚洲的客户、合作伙伴和关键利益

相关方展开进一步的密切合作。

“合资企业的成立，是双方在充

满挑战的市场条件下所采取的全新合

作模式。”中船集团副总经理孙伟表

示。“麦基嘉与中船绿洲历经30年的友

好合作建立了牢固的合作基础。新成立

的合资公司充分融合了麦基嘉在设计、

技术、管理和全球售后服务方面的领先

优势，以及中船绿洲在国内生产及依托

中船集团的规模、行业实力进行销售的

行业优势。

“积极探索有效的合作途径，大

胆创新合作方式，我们才能共同实现

双赢，为合资企业创造良好的市场前

景，”孙先生表示。 

全球绝大部分的造船工业都在亚

洲，其中中国所占的份额最大。中船集

团在中国的造船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同

时也是麦基嘉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  

“现在，我们看到了中船集团和

麦基嘉两家领先企业携起手来，”麦基

嘉总裁罗森德继续说,“中船集团是中

国最主要的造船集团之一，也处于全球

领先地位。麦基嘉是全球领先的船舶和

海工货物装卸及负载处理解决方案的专

家。我们志在塑造我们所处的行业，而

这次的强强联手可以帮助我们为客户提

供前所未有的优质产品和服务。” 

双方公司会合力逐步将合资公司

发展成为空压机产品的竞争力中心，同

时还将致力于在未来进一步扩展合作范

围，将其他合适的产品纳入其中。

全
球

新
闻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副总经理孙伟（右）和麦基嘉总裁罗森德（左）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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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基嘉Pusnes近海系泊系统现已成

功固定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在墨西

哥湾建造的最大规模的半潜浮式生产系

统（FPS）Appomattox。Appomattox半

潜式平台位于墨西哥湾密西西比峡谷的

多飓风水域，距离路易斯安那州海岸线

129公里。该平台系泊于2100米的深度之

下，计划将执行数十年的连续生产。

“如果没有麦基嘉团队提供的协

助，我们也无法实施诸如稳固设备并将

其连接至系泊绳、预先拉伸聚酯绳、

将FPS移至立管连接处并及时固定该平

台的链条等一系列的措施,”壳牌集团

代表Pierre Liagre表示,“这项工作十

分艰巨，时常让人压力倍增，但我们将 

Appomattox平台成功地安装在能够触及

第一个立管的位置，使其能够抵御飓风

的冲击。”

Appomattox的系泊绳连接是由海运

承包商Heerema主导、壳牌集团和麦基

嘉公司共同合作完成的一项精密操作。 

今年，在美国休斯敦举行的海洋

技术大会（OTC）上，Liagre先生授予

了麦基嘉先进海工系统部副总裁Høye 

Høyesen相关奖项，作为跨国石油公司

对麦基嘉在Appomattox项目期间的出色

表现的嘉奖。

“对客户而言，近海连接是一

项关键步骤，可能会产生很高的成

本，”Høyesen先生表示，“在执行这些

操作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展示出自己的

技术及能力。”

“在整个项目过程中，我们始终重

视安全和环境，而该平台的成功系泊也

可以说明这一点，”他补充道。

这是我们固定的第三座半潜式生产

平台，除此之外，墨西哥湾的另外十三

座单柱式平台也装有麦基嘉的Pusnes系

泊系统。

收入潜力得到提
升，七艘赫伯罗
特集装箱船从中
获益

今年上旬，麦基嘉为七艘赫伯罗

特C级（三星9,300 TEU系列）

集装箱船完成了集装箱配载系统的升

级和优化。该项目通过麦基嘉货物升

级（Cargo Boost）服务完成，该服务旨

在提高现有集装箱船的载货效率，以

增加其收入潜力。

“签订合同前，赫伯罗特与麦基

嘉展开紧密合作，确定适用于各个货

物系统的最佳解决方案和相关的实施

流程，”麦基嘉Cargo Handling部门客

户创新总监Tommi Keskilohko表示。 

“每项麦基嘉货物升级服务都是针对

船东的特定需求而制定的独一无二的

服务。但是，所有升级服务的目的都

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船舶的效率，

为船东带来更高的投资回报，同时减

少每个运输货物单位的排放量。”

这些特定的升级服务旨在提高货

物系统的灵活性，增加40尺集装箱的

堆重；该领域具有一定的创收潜力。

“这次的C级船舶无法停工实施

升级服务；因此，我们必须在时间紧

迫的情况下完成所有作业，最终我们

仅用了数个工作日，就完成了该项

目，”赫伯罗特船队技术管理总监 

Lutz-Michael Dyck解释说。“这需要我

们预先制定详细的计划，并且在升级

作业期间进行全程监督。”

在最先完成优化的三艘船舶恢复

运营后，Dyck先生表示：“麦基嘉的

表现令我们非常满意。”

海工系泊系统的专业性赢得客户
赞赏

由海运承包商Heerema主导、壳牌集团和麦基嘉公司共同精心安排，利用麦基嘉Pusnes近海系

泊系统成功固定Appomattox半潜式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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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连接 

解决方案 

带来超越基础 

功能的优势
行业正迈向一个以智能货物装卸为核心的 

崭新数字化时代；麦基嘉业务拓展和市场战略

高级副总裁Pasi Lehtonen介绍了麦基嘉 

如何帮助客户抓住机会，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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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发展日新月异，数字化以及

智能解决方案正以惊人的速度

向前发展。作为货物装卸领域的领导

者，我们同样需要在智能货物装卸方面

取得领先。

我们拥有得天独厚的领先优势。

卡哥特科集团在货流生态系统方面涉足

广泛，对货物装卸价值链中的各种不同

要素拥有全面的理解。麦基嘉专注于海

上货物装卸，卡尔玛专注于港口货物装

卸，而希尔博专注于陆上货物装卸。

但智能货物装卸到底意味着什

么？过去，航运业一直是机械化程度颇

高的领域，由使用液压系统的应用驱

动。而现在，趋势慢慢朝着设备电气化

方向发展，进一步开启了通往自动化的

大门。这是一个逐步演化的过程。

设备连接入网

我们所开发的智能系统框架叫做

MacGregor Smart。我们正在将数字化

特征引入麦基嘉的产品中，截至今年年

底,，所有相关的新设备都将被配置为

具有连接功能，在客户需要时随时启

动。在海上航行时，可进行数字化连

接的船舶设备能够通过远程设备进行监

控、故障排查以及预防性维护措施，为

客户的运营带来显著价值。

设备的连通性只是我们发展蓝图

中的第一步，其将开启更多的可能性。

我们仍会以产品为中心，因为产品是未

来发展的基石，我们无法避免或跳过这

一步。

MacGregor Smart的一个核心部分

就是对货物的意识。我们将预测设备的

状态，然后对与之相联系的货物提供防

护。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再仅仅考虑麦

基嘉的产品，还需要考虑货物本身；船

舶的根本用途。

货物是否安全，是否已妥善绑

扎？是否会发生移动？舱口盖是否漏

水？货物是否过热？我们不仅是我们所

提供产品的专家，我们的专业知识还将

扩展到那些通过我们的产品进行运输、

堆载和保护的货物的运输方面。

超越传统功能

让我们拿一个典型产品来举例，比如舱

盖。它是船舶结构中的关键部件，也是

客户所需要的部件。舱盖用于确保货物

和船舶的安全。但是它们无法保证货

物状况始终维持不变。作为行业的思想

领袖，我们已经在舱盖中加入了智能元

素。我们的系统会对舱盖的性能进行评

估测试，并在出现泄漏或其他故障时告

知客户。此外，它们还能预测是否存在

潜在问题，并且预先警告客户。另外还

可监测货舱温度，使其保持在正确水

平，这对于一些对温度要求较高的货物

而言非常重要。麦基嘉使舱盖的功能远

远超越了传统范畴。

通过传感器还可以监测集装箱的

堆叠情况，以及它们在船舶航行期间的

具体状况。如果条件过于恶劣，并引起

较剧烈的运动，那么系统会向驾驶台发

出信号以转变航向，或建议船舶减速。

这样就能让客户直接受益，包括减少集

装箱的损坏或丢失，降低保险费，且最

大限度地减少低效情况，最重要的是，

工作环境的安全性整体得到提升。

规划复杂情况

接下来，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我们

将如何改进和优化客户的业务？我们

如何能够帮助船东获得最大的投资 

回报？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将数字化技

术与货物装卸系统和运营智能结合起来

应用于杂货船上。杂货船需运载多种不

同的货物，包括项目货物，并且会停靠

多个不同港口。针对这种复杂情况，我

们如何做到最佳规划？

按照传统的做法，这些船上的货

物配载规划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根据

货物种类不同，至少需要数小时。如

今，通过采用算法的新工具，加上对船

舶配载和货物装卸系统的了解，我们可

以在短短几分钟内就完成最优的货物配

载规划。这样一来，最高可以提升将船

舶的载货能力提高20%。（参见单独的

文本框）

对于客户而言，巧妙的是我们能

够将我们在货物装卸系统方面的专业知

识同他们的运营相结合，然后对空间作

为整体来考量。我们把这作为软件咨

询服务来提供，改进流程，提高信息透

明度。与针对杂货船的麦基嘉货物升级

（Cargo Boost）服务（第12页）一样，

同时适用于新造船和现有船只，并且这

是避免出现半空船的新方法。

想象力是唯一的限制

总的来说，从哪些方面能够帮助客户乃

至整个行业得到提升，想象力是唯一的

限制。排放问题只是一个方面；如何能

够减少二氧化碳、硫氧化物和氮氧化

对于在海上航行的船

舶，数字化连接的设

备能为客户的运营带

来显著价值”
Pasi Leht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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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杂货解决方案优化货物配
载，提升运营绩效

麦基嘉目前可为件杂货的货主和船舶运营商提

供一个平台，用于优化件杂货配载的规划，

这样可以提高船舶和船队利用率，提升运营

绩效。使用传统工具需要几个小时完成的货

物配载规划工作，现在仅需短短几分钟即可 

完成。

“麦基嘉件杂货优化系统是首个用于优化

件杂货配载的自动化云服务，它充分利用了麦

基嘉在货物装卸系统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卡哥

特科旗下软件部门Navis的有关计算机装载的

专业技术，”麦基嘉Cargo Handling部门客户

创新总监Tommi Keskilohko表示。

目前，件杂货配载规划工作大多依赖于规

划员个人或团队的自身能力和经验手动完成，

需耗费大量的时间。若预定货物未到或临时发

生变更，还会进一步增加规划时间。

麦基嘉新推出的件杂货解决方案能够将所

有影响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包括已经装上船的

货物、将要装上船的货物、可用货物空间、货

物装卸系统的实际装卸能力、挂港顺序、船舶

稳定性等，从而优化船舶的配载规划。 

“在客户的各类船舶上所进行的试点项目

表明，实际运载量得到大幅度提升，从而改善

运营绩效和收益潜力，”Keskilohko先生说。

“同时，在流程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

间，”他补充说，“譬如，节省了规划流程所

需的时间，提升了事实信息的可用性和透明度

等。此外，由于船舶的载货能力增加，运营绩

效提升的同时还降低了环境影响。”

麦基嘉件杂货优化系统既可用于单艘船

舶，也能用于整支船队。可以让用户识别船

舶、航程、挂港顺序或船队层面预设的一些关

键绩效指标。

“通常来说，多用途船和件杂货船

的利用率相对较低，而且也很少有人知道

或者记录下整个船队利用率的关键绩效指

标，”Keskilohko先生说。“我们的目标是帮

助客户改进业务，而麦基嘉新推出的件杂货解

决方案就是理想之选。”

物的排放？越多的半空船在海上航行，

产生的排放也就越多，这不仅破坏了生

态环境，同时也是极大的浪费。减少排

放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避免此类情况发

生。这只是智能货物装卸能改变的情况 

之一。

卡哥特科集团的各个业务领域都在

寻求消除低效的方法，包括旗下软件部

门Navis，他们开发出了先进的协作平台

XVELA；，卡哥特科一直致力于实现更

为智能、安全和可持续的全球贸易。

我们目前已经在系统中加入模拟

和虚拟现实功能，可以在项目的早期设

计阶段为客户提供帮助，此外还可提供

功能强大的船员培训工具。借助麦基嘉

C-HOW等软件，客户得以在生产开始前

就进行产品的模拟、测试和改进。

我们的数字产品组合MacGregor 

Smart不断向通导系统（NavCom）等专

业服务解决方案扩展；譬如，船舶航行

数据记录仪（VDR）；海事数据引擎

（MDE），可以用于将来自不同数据源

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其易于访问

实时和历史数据。

自动化的未来

行业内自动化作业的蓬勃发展，麦

基 嘉 正 参 与 多 个 自 主 作 业 开 发 项

目，包括首个无人操作卸货克令吊 

（第18页）。

我们在货物装卸方面的专业能力

可帮助预测安全防护问题。譬如，对于

船员人数较少或无人操作的船舶而言，

了解货物移动会对船舶产生的影响至关 

重要。

货物移动对船舶航行的影响往往超

出人们的预期。堆叠的货物可能会发生

移动，我们必须搞清楚它们如何移动，

以确保其不会损坏船舶或货物。

监控集装箱堆叠的关键在于数据的

可靠性。如果向系统中输入了准确的信

麦基嘉件杂货优化系统是首个用于优化件 

杂货配载的自动化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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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系统就会通知船东船舶即将超出耐受限度。我们无

法重新进行绑扎，但可以让一位“虚拟船长”知道情况

正在发生变化，从而使船舶能够及时减速或采取规避 

措施。

实实在在的好处

在我们询问客户关于智能货物装卸与数字化服务的意见

时，他们表示希望能看到带给他们的实际好处。客户乐

于采用新的理念，但这些理念必须要为他们所理解，并

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凭借覆盖整个货物装卸价值链的专业知识和技术，

我们可以帮助客户实施和整合新的解决方案，在数字化

领域提供真正的价值。当然，我们必须能够以货币形式

对这些好处进行描述、量化和验证。例如，将运输一吨

货物或一个集装箱的燃料效率做对比。

这些新开发的项目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包括数

据安全和所有权。我们无法预测所有的未知事件，但不

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我们必须迈出第一步，才能继续前

进。对于我们而言，这就意味着引领智能货物装卸的 

发展。 

船舶靠港管理的 
未来

麦
基嘉新推出了基于云的航程和靠港优化解决方案，结合麦基嘉的

行业经验，能够提升滚装船及其靠港的运营效率，为船舶运营商

带来巨大的成本节省空间。

“滚装船的性能通常由每立方米利用率来衡量，”麦基嘉滚装部门

客户创新总监Phillip Tipping解释说，“但是，这个数字并没有反映出周

边港口运营的低效问题。直到现在，仍然没有一个有效的方式来测算船舶

的靠港时间及其延误的原因。这些是已知但无法测算的损失，对于航运公

司而言，每年仅一艘船因此而产生的损失就可达250万美元。

“航运公司需要一套能够测算这些损失的管理系统，以便能在启航

前调整航程，并汲取宝贵的经验教训，以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错误。这正

是麦基嘉航程与港口优化系统能够大展身手之处，它可以帮助航运公司提

升效率，减少环境影响，同时又能避免数百万美元的损失。”

该优化系统采用大量的航次前后的分析结果，并遵循“实施-

检查-处理”原则，从而实现系统的持续改进。“数据可用于识别

损失，并且该类数据可通过审计进行核验，”Tipping先生补充说， 

“然后，就可通过制定、分配和跟踪行动计划来提升性能；这就是靠港管

理的未来。”

麦基嘉的OnWatch Scout主要用于预测和监控潜在的关键组件故障，并通

知海工和商船起重机的客户，从而减少意外停工，帮助船舶运营商或设备

所有人更好地控制成本。该服务还包括可对接我们的OnWatch专家支持团

队，他们可与设备进行连线，有效地帮您解决出现的问题。

这种预测服务是建立在数十年的可靠且成熟的专业知识和技术的基础

上，同时还使用了传感器数据，可探测到人类无法察觉的变化。麦基嘉相

信OnWatch Scout对于客户而言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服务工具，并计划将其

广泛运用于各种设备。

OnWatch Scout将设备连接至先进的监控系统，不间断地分析组件

状态并预测维护需求。它还会探测组件状态或设备行为中是否存在某些模

式，根据经验及人工智能的使用，这些模式能够显示潜在的故障风险。然

后，这些信息可通过多种数字通道提供给客户，从而确保有一个能够管理

维护工作的有效平台，同时在有需要时可与OnWatch专家保持通信。

OnWatch Scout：预测可能发生的昂贵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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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是我们整个行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同时也

是兼顾业务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最佳且唯一的方式。

在世纪之交，全球造船业几乎达

到了最高产能，市场上充斥的船

舶，一般都是以最快的速度和最

低的成本建造而成的，而且仅仅

基于标准设计，缺少对具体货物

特性的详细分析，自然会引起效

率损失。

如今，我们正在建造新

船；更高效、更清洁，且符合

最新的法规要求，但是那些旧

船仍然在使用。这意味着，整

体的船舶交通和全球海运能力

的发展速度超过了船队平均绩

效的增长。

也许有一天，如果一艘船

没有满载航行，将会被禁止进

入港口。半载船是对能源和资

金的浪费，对于环境而言也是

一个风险。我们整个行业必须

向前看，摒弃不够优化的标准

设计惯例，将货物特性作为船

舶设计的核心。

做出明智的决策

这是智能货物装卸与明智决策

体现其价值的地方。

行业先驱们已开始采用一些解决方案以应对目前的挑

战。其中包括升级老旧的船舶以提高载货能力，分析船舶运

营系统，利用算法来优化货物

规划与配载。这样能降低单位

货物运输所产生的排放及其运

输成本。

随着这些解决方案的广

泛采用，全球船队的效率都会

得到提升，从而释放出巨大的

运能到一个已经供大于求的市

场。这无疑是一个进退两难的

境地。

然而，如果行业领先者在

运营时提高了货物密度，并降

低了单位货物运输的成本和碳

排放，那些没有改善现有船队

的船东就会被甩在后面了。这

些行业先驱还有可能提高船舶

的航行速度，从而以更低的库

存成本为其客户及最终客户提

供更快捷的服务。

我们建议您重新将货物作

为核心设计来考量；我们已经

能够提供相关解决方案让您获

得成功。将货物密度最大化意

味着您将在日后比对手更具

竞争力。你不会接受输给竞

争对手吧？

智能货物装卸不仅仅是使用智能技术，还需要做出明智的决策；重新将货物作为船

舶设计的核心是一个好的开始，麦基嘉战略营销负责人Marcus Ejdersten表示。

麦基嘉战略营销部Marcus Ejdersten：“我们整个行业必须向前

看，摒弃不够优化的标准设计惯例，将货物特性作为船舶设计的

核心。”

将货物作为船舶设计 

核心带来的好处

      将货物密度最大化意味着 

您将在日后比对手更具竞争力。 

你不会接受输给竞争对手吧？”
Marcus Ejders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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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仅按照标准设计建造新

船，而不考虑燃料消耗和货物

装卸等大规模效率因素是不够的。一个

精打细算的船东会在设计阶段将效率问

题放在首位。

针对这些船东，麦基嘉为其提供

了“麦基嘉+伙伴”（PlusPartner）概

念，这是一种颇具前瞻性的船舶设计方

法，通过将货物装卸系统的所有组件作

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最大限度地提升

装载量，从而提升收益潜力。

但是，船东该如何处理现有的船队

呢？这些船舶建造于“效率第一”时代

之前，或是建造于燃料价格较低、竞争

不太激烈的时期。

如果我们可以帮助您将船舶的货

物系统利用率提高10%，您意下如何？

如果我们可以满足您的业务需求，并根

据市场上的实际货物情况为船舶提供更

加合理的设备呢？为您提供一种替代选

择，相比建造新船，您可以获得更好的

投资回报？这些并非未来的设想，现在

让您的船舶从“差强人意” 

到“超出预期”
对于现有集装箱船队来说，我们可帮助其增
加收益；麦基嘉货物升级服务（Cargo Boost）
能够优化载货能力，从而增加利润，麦基嘉 
Cargo Handl ing部客户创新总监Tommi 
Keskilohko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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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能够实现。

重新思考载货问题

麦基嘉能够重新考量现有船舶的货物装

卸系统，以便在特定贸易中最大限度地

发挥其运载能力。这项服务称为货物升

级（Cargo Boost）服务，也是“麦基嘉

+伙伴”（MacGregor PlusPartner）概念

的一部分。

几年前，船级社修改了他们的规

则，允许在计算绑扎布置时可考虑特定

航线、季节性因素以及临近天气条件。

大多数情况下，这意味着载货量只能根

据我们的货物绑扎手册等文件的更新而

有所提升。麦基嘉认为这中间还有更大

的开发空间，货物升级服务就是在提升

装载量方面的一个扩展。通常来说，除

了绑扎文件的更新之外，也会有硬件上

的改动。

填补船舶利用率缺口

每一次货物升级服务首先会与客户进行

会议沟通，对面临的挑战等当前状况进

行评估，并明确货物特性以及船舶未来

的计划用途。确定船舶相关的贸易后，

将评估其货物系统，并与客户一起分析

不同的货物系统配置，以确定哪种配置

带来的好处最大，即投资效率最佳。如

果可获得的货物贸易与船舶货物系统之

间匹配度不高，就会有损船舶的利润

率，所以填补了船舶利用率缺口，就能

增加营收。

货物升级服务的范围

麦基嘉货物升级服务的范围包括简单的 通过填补船舶使用率缺口，最大化船舶的集装箱运载能力，船东可以提升营收

绑扎文件更新和硬件上的微调，以及主

要系统的升级，同时结合麦基嘉生产力

关怀（Productivity Care）服务，可确

保改装的正确性，并让客户收获预期 

价值。

如果船东能够基于其预测的货物

特性明确自身需求，举例来说，他就可

以选择硬件系统升级服务获得更好的灵

活性，在相同贝位可装载20尺或40尺集

装箱，但是现有船舶目前无法实现。麦

基嘉已开发出相关产品和服务，能够对

集装箱绑扎布置进行改造，将原有的绑

扎间距改造为混合堆装，最大程度减少

船舶停租时间。

我们会与每一位客户商定具体工

作范畴。针对硬件系统升级，麦基嘉通

常会安排上船、走访和检查、必要的设

计、计算与结构验算、船级社认证、硬

件交付，以及安装监督等服务。

服务还包括货物绑扎手册更新、

协调装载计算机更新，以及针对船员和

支持部门的培训。

有些船东决定选择更为激进的方

式提升运载能力，增加现有船舶长度以

多容纳一到两排40尺贝位。由于工作量

非常大，船舶需要在船坞停留的时间较

长，因此项目实施期间，也是船东对现

有货物系统进行升级的好机会。

有利可图的投资

从下订单到交付，货物升级服务平均需

要大约三到四个月的时间。为了尽可

能减少停工时间，理想情况下是在计

划的进坞期间实施主要的货物升级服务

工作，并且最好提前六个月左右开始准

备。但有的货物升级服务项目可以在船

舶正常运营期间进行。

所有更新流程都将与船东事先计划

和商定好，有助于按时完成工作，且符

合预算要求。

货物升级服务能为船舶提供理想

的投资效益，视具体工作范围和船舶而

定，通常在一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就能

收回升级成本。该服务已经让很多船舶

从中获益，还有更多的船舶计划在接下

来的一年进行升级服务。

 如果我们可以帮助您

将船舶的货物系统利

用率提高10%，您意下 

如何 ？”

   麦基嘉的货物升级服务 

已经让很多船舶从中获益，

还有更多的船舶计划在接下

来的一年进行升级服务。”
Tommi Keskiloh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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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创新项目 
引领行业前行
通过与企业界和学术界携手合作，麦基嘉正在转变为客

户开发产品与服务的方式，确保客户能从中获益。

通过结盟、伙伴关系、合作协议

和非正式协作，麦基嘉将继续

自己的承诺，努力推动航运业的变革，

进一步满足客户的需求。

行业格局日新月异，利益相关方

必须精诚合作，进行创新、试验新的想

法，最终用以填补产品和服务的空缺，

或对现有的产品和服务做出重大改进。

“我们有好几个正在开展的合作

项目，”麦基嘉Cargo Handling部高级

副总裁Magnus Sjöberg说。“我们鼓

励在组织内部进行知识分享并积极同大

学建立合作关系，以便共同发现有趣的

创新领域，为客户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带

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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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基嘉维京人（MacGregor Vikings）团队因合作开发的一套解决方案而赢得了今年的#intelligencehunt3，该方案可以拓展全新的麦基嘉航程与靠港系统的
范围与准确性，从而提升滚装船的航程与靠港效率



推动行业前进的脚步

最近宣布的一个协作项目就是芬兰-新

加坡海事创新营，旨在加快海运行业中

的创新发展。它将于2018年底在新加坡

举办。

活动期间，将会向来自合作学术单

位图尔库大学（UTU）和新加坡海事技

术研究院（SMI）的学生们，以及企业

方麦基嘉和PSA公司介绍当前所面临的

诸多挑战。

“协作研究非常重要，因为会带来

不同的观点，”麦基嘉Cargo Handling

部产品开发经理Janne Suominen介绍

说。“在日常营运中，我们倾向于注重

技术细节，而学生们所考虑的范围则更

为广泛和全面，由于思维不受限制，往

往会提出一些跨行业的观点。

“对于大学和学生们而言，收获则

是有机会在真实的工程设计挑战中检验

理论。大学环境有助于激发新的想法，

提出新的问题，从而可能带来新的机

会，”Suominen先生评论说。

自动化即将到来

今年早些时候，在一场名为“转变

（The Shift）”的初创企业活动中，自

动化已经是一个重要的议题。芬兰图尔

库的许多成长型公司、初创企业影响者

以及企业利益相关方都参与其中。麦基

嘉与劳斯莱斯、DNV GL一同举办了一

场圆桌讨论，主题关于拓展人工智能在

行业中的应用。

在主题演讲中，麦基嘉Cargo Han-

dling部客户创新总监Roni Jukakoski提

出，通过发展无人航运和拓展人工智能

的应用，将行业浪费情况降至最低。他

邀请了创新者与麦基嘉合作，并强调了

在考虑新船设计时从货物特性着手的重

要性。“我们首先考虑货物，再以此为

基础建造系统，”他说,“通过这种方

式我们不会牺牲灵活性，还能最大限度

地提升效率。”

追求智能

麦基嘉新推出一套独特的系统，用于提

升滚装船的航程与靠港效率。参加了今

年SeaFocus #intelligence hunt3颁奖活动

的两个团队携手合作，开发出了一套能

够扩展这个新系统应用范围与准确性的

解决方案。

以“hunt”为主题的创新活动已经

成为麦基嘉及其专家针对麦基嘉面临的

挑战进行创新和提供指导的理想方式。

鉴于大型滚装船所受的限制，及其复杂

的货物作业，需要开发一套能够在滚装

船上进行精确跟踪和货物识别的系统。

麦基嘉相信新的货物跟踪系统将淘汰目

前早已过时的系统，成为航运公司有价

值的工具。它具有很多优势，包括提供

精确的生产率测定、自动计数和配载规

划，将正确的货物与正确的船舶进行匹

配，并且优化空间使用。

这 个 名 为 “ 麦 基 嘉 维 京 人 ”

（MacGregor Vikings）的团队赢得了今

年的hunt奖。团队中有来自芬兰图尔库

奥伯学术大学（Åbo Akademi Turku）、 

苏格兰格拉斯哥思克莱德大学和芬兰坦

佩雷理工大学的学生。

增加价值，提升安全

为产品或服务增加价值极为重要，尤其

是在当前的金融环境下，但提升安全性

也同样重要。麦基嘉先进海工系统部已

经达成了一个重要的合作项目，提出了

海工领域的增值和安全问题。

为期四年的LifeMoor项目由挪威研

究理事会（RCN）、挪威国家石油公司

（Equinor，前身为Statoil）和麦基嘉共

同资助，由挪威科学与工业研究基金会

（SINTEF）和挪威科技大学（NTNU）

负责运营。LifeMoor项目旨在解决系泊

系统故障问题的潜在原因。同时，计划

提升系泊链的完整性，促进开发能够评

估系泊系统机制状态的监测系统，并在

业内普及相关老化和疲劳所产生的影响

的知识。

系泊缆故障可能会引发灾难性的后

果，但由于其高昂的成本，同时可能导

致生产停工，船舶运营商在考虑更换时

就可能犹豫不决。另外，导致故障的原

因可能有很多，这也增加了评估系统部

件状况的难度。

除了更可靠、更具成本效益的系泊

系统之外，麦基嘉还希望LifeMoor项目

能够延长系泊链的使用寿命，为船舶运

营商带来显著的效益。

   大学环境有助于激发

新 的 想 法 ， 提 出 新 的 

问题”
Janne Suominen

   我们首先考虑货物，再

以此为基础建造系统

Roni Jukako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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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发展的海上风电场目前正在

向离岸更远的地方推进，产能

和规模也在增加，一系列新的挑战也随

之而来。其中最大的挑战是由风电机组

重量和高度的大幅增加而带来的困扰。

我们需要开发新一代的单桩安装和维修

船，以满足行业未来的发展和需求。

传统的单桩安装船一直都是自升装

置和（一定程度上）系泊的浮动船舶。

但随着基础结构规模的增加，自升式钻

塔成为主流。它们通常是在固定架上采

用夹桩器，通过复杂的系泊方式稳定住

桩腿，直到可将其牢靠而永久地固定在

海床上。

“立在海床上的桩腿在一定程度

上会自动渗透，但并不稳固，”麦基嘉

先进海工系统部销售与市场创意总监

Kristina Arutjunova解释说。“波浪的

作用力不可忽视，因此必须使用船上的

导桩架将桩腿固定好，直至将其落到一

个稳固的位置上。如果船舶系泊非常牢

靠，并且海况平静，则可使用一个被固

定在固定架上的传统夹桩器。可是，这

些理想条件往往不会出现。”

即将上市的技术

麦基嘉和康斯伯格海事意识到了市场上

的这一缺口，船舶运营商需要一种新型

的运用最新自动化解决方案的单桩安装

方法——麦基嘉和康斯伯格海事开始联

合开发这一项目。

该项目旨在显著提升单桩安装船队

的可操作性、生产力和效率。

两家公司都相信如果能将运动补偿

技术运用到单桩安装过程中，再加上动

态定位（DP），可以大幅节约安装成

本和时间。合作开发新夹桩器解决方案

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目前这个新

产品已做好了上市准备。

“我们已开发出一套提升风机和

基础结构安装船工作效率的核心解决方

案，也就是利用动态定位与创新的导桩

系统和液压支架机构相结合的方式替

代耗时的临时系泊过程，”康士伯海事

业务发展执行副总裁Gunnar Thorsen 

介绍。

强强联合 
缩短海上风电机组的
安装时间

由麦基嘉和康斯伯格海事（Kongsberg Maritime）联合

开发的单桩安装解决方案能够去除不必要的临时系泊，

为海上风能市场大幅节省了安装成本。

  具有运动补偿功能的导桩

架可确保缩短安装时间”
Kristina Arutjun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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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宽的操作窗口

“我们新开发的桩腿安装方法相比传统方法有了明显的改

进，”Arutjunova女士继续说道,“对于安装工作来说，海况要

求变得更加宽松，船舶运营商不必非要等到理想的天气条件才

能进行安装。

“基本上，运动补偿式导桩架可以缩短安装时间，放宽操

作的天气要求，从而节约安装成本。

“我们相信新系统所具备的能力将满足海上风能行业的需

求，尤其是解决了大型风电机组装卸方面的根本性问题，同时

还满足了更快、更远的安装要求，”她总结道。

新的单桩安装方法 

现已面世

这款联合开发的新型夹桩器解决方案包含以下部件：

• 运动补偿液压式夹桩器：提供精准、快捷、强劲的液压

支架机构，以实现在大海中对单桩的垂直固定。 

• 夹桩器引导控制系统：配合高精度DP系统，在夹桩器与

DP系统之间提供衔接。

•  夹桩器伺服控制系统：将船舶运动和单桩位置数据转化

为驱动油缸的运动。它还可监测负载及桩的状态，并反

馈给引导系统。

•  抛弃单桩功能：如果位置有问题，会引导单桩进入上一

个位置，然后张开夹桩器以抛弃该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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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夹桩器将运动补偿技术运用到单桩安装过程中，再加上动态定位（DP），可以大幅节约安装成本和时间。



  无人操作克令吊可提升 

作业效率和安全性，延长

克令吊的使用寿命，并改善

港口的作业条件”
Ilpo Heikkilä

智能起重机提升 

散货装卸标准
麦基嘉即将推出世界上首台具有自我学习能力的无人操

作卸货克令吊，为业界设立了全新的安全和效率标准。

目前该产品即将进入最后的建造

阶段，很快，麦基嘉就能够对

这台用于商船、具有自我学习能力的克

令吊进行测试和展示。全球首台无人操

作散货船克令吊由麦基嘉与AsPo Pllc

旗下ESL Shipping合作开发，将安装

在ESL航运公司的两艘新建液化天然气

（LNG）动力散货船Viikki号和Haaga号

上。

ESL非常了解麦基嘉的克令吊

产品，并且在很多船舶上都运用了

麦基嘉久经验证的技术。其最新的

25,532 DWT散货船目前正在南京金陵

船厂建造，计划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交

付。为满足三个货舱的需要，船上配备

了三台特制的麦基嘉电动液压克令吊，

安全作业载荷为30吨并带有抓斗，工作

半径30米。同其大多数船舶一样，交付

后，这艘长达160米的散货船将服务于

波罗的海地区。

“我们的新型LNG燃料环保型船

舶将用于要求极为严苛的贸易运输，其

具有年度航程多、靠港次数多，且克令

吊作业时间长的特点”ESL Shipping Oy

董事总经理Mikki Koskinen说。

“自主作业将进一步提高我们的

竞争力，并为客户带来更高的效率和安 

全性。”

一次很棒的合作

“很高兴能够与ESL共同开发这一项

目，这是一次很棒的合作机会，”麦基

嘉Cargo Handling部工程设计与研发副

总裁Ilpo Heikkilä表示。“结合具有前

瞻性思维的船东和船舶运营商的专业知

识，以及我们在智能货物装卸领域的知

识，我们得以为散货卸载提供更安全、

高效的解决方案，从而减少价值链中不

必要的浪费。”

“无人操作克令吊可提升作

业的效率和安全性，延长克令吊的

使用寿命，并可改善港口的作业条

件，”Heikkilä先生继续说。“在驾驶

台，或者系统操作员可直接看到克令

吊位置和操控屏的任何地方，都能对

卸货作业进行监控。这样可避免人员

进入危险操作区域。”

效率最大化

该产品中含有多个功能有助于实现效

率最大化。每一台克令吊都能利用麦

基嘉的指令输入成型技术,预先计算

建议路径，从而优化路径，确保运动

过程没有无效摆动，并减少卸货总 

时间。

通过先进的传感技术，可分析

货仓的货物分配，确保最优的卸货方

式。克令吊的几何测量软件模块能针

对每一个货仓创建一张图，以找出最

优吊点，进一步提高克令吊的效率。

该系统还能根据料斗的装载能力计算

出应该使用岸上的哪一个料斗。

抓斗可通过智能的、具有自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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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是关键

多个克令吊之间的通信模块是系统的支

柱，用于共享信息，包括当前和随后的

位置，以及其它重要参数。它基本上可

以模仿克令吊驾驶台，并可置于船舶驾

驶台上，或是系统操作员能直接看到克

令吊的位置和地形图的任何地方。除了

对正在运行的系统进行监控之外，还

可通过双重监控器远程控制每一台克 

令吊。

提升安全性

提升安全性是无人操作卸货克令吊的一

大优势。

速度和克令吊运动受到持续监

控，以确保运送货物时不会引起摆

动。但是，一旦发生摆动，克令吊的

防摆动系统也能自动进行校正。另外

在作业过程中，有大量的传感器可对

船舶的横摇纵摆作出补偿，以确保卸

货点始终处于稳定状态。

“无人操作卸货克令吊是我们

Cargo Handling部门所取得的又一大进

步，”Heikkilä先生表示，“在我们为

散货装卸运营商所提供的产品中，它

们代表了重大的变革，我很高兴ESL

将成为最早获益的客户。”

习能力的算法进行控制，并且会自动进

行调整，以确保桶内达到最佳料位且不

会过载。当货物特性发生变化时，自动

夹紧装置可重新调整起吊参数，从而在

货物之间自动切换。

  在我们为散货装卸运营

商所提供的产品中，无人操

作克令吊代表了一项重大

的变革，我很高兴ESL将成

为最早获益的客户”
Ilpo Heikkilä

更安全、高效的散货 
装卸作业
无人操作卸货克令吊具有很多重要优点，包括：

•  无人操作作业

•  自动货物卸载

•  高效卸货

•  改善系统操作员的工作条件 

•  操作更顺畅，延长克令吊的使用寿命

•  还可选择加装克令吊附加功能，具体视自动化程度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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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snes船艏装载系统实现有助于安全、

高效地将石油从海上生产或储油装置

输送至穿梭油轮



秉承为海上油气工业完善产品开发

的承诺，麦基嘉现已推出第五代

Pusnes船艏装载系统。相比前几代产品，

新系统具有更强的软管连接能力。产品的

安全和性能早已经过实践验证，在此基础

上，操作范围又得到进一步扩展。

船艏装载系统（BLS）可帮助穿梭油轮

安全而高效地从海上开采或储藏设施（如

浮式生产储油卸油装置）中装载原油。

“即使有了先进的稳定系统，如风标和

动态定位（DP2）功能，在大海中连接两艘

船舶也可能是件困难和危险的事情，”麦基

嘉海上装载系统销售经理Stein Are Andersen

表示。

增加操作机会

“新一代船艏装载系统（BLS）能够在海

浪高度不超过有义波高4.5米的情况下连接

装载油管，连接角度可达110度。这比我们

之前的系统多出了50度，”Andersen继续 

说道。

“ 一 旦 浮 式 生 产 储 油 卸 油 装 置

（FPSO）的油管连接到船艏装载系统的

耦合器阀上，整个系统就必须能够应对海

浪高度有义波高5.5米以内的前后左右的 

晃动。

第五代Pusnes船艏装载系统相比之前版

本有了显著的改进，它能提供范围更广

的操作参数，从而完成传统系统难以胜

任的工作。

新一代船艏装载系统  

让连接得到
提升 

21第173期   |  麦基嘉新闻



第五代系统面世
随着海上油气工业的短暂回温，巴西和英

国海域的FPSO项目已重新启动。专家们预

测，未来三年中国南海、北海以及墨西哥湾

的市场有望重新活跃起来。

今后的项目将会尽可能控制成本，提高

效率。尽管所在领域的竞争者减少，但船舶

运营商仍会留意来自海外以及美国页岩油企

业的竞争，并力求在利用最新技术方面作出

明智的投资选择。

这正是麦基嘉所面临的挑战。在最近同

Teekay Offshore Partners签订的合同中，麦

基嘉需要按照Teekay的要求重新设计穿梭油

轮船艏装载系统。

该系统主要设计用于在巴西、加拿大

和北海的装载作业，麦基嘉将负责Teekay

四艘最新的穿梭油轮上的船艏装载系统的设

计、制造和调试。目前，这些船正由韩国三

星重工按照Teekay的新型E-Shuttle设计进行 

建造。

新建的Aframax油轮还加入了其他许多

先进技术，包括动态定位（DP2），使用液

压天然气（LNG）作为燃料，并采用清洁电

池。首批两艘船将于2020年交付，计划在

北海使用。

“连接角度范围大幅增加，相比

以往操作机会变得更多，”他强调， 

“而且，穿梭油轮甚至可以在更大连接

角度的海况下保持连接。而一般情况

下，出于安全和操作方面考虑，遇到这

种情况就不得不断开连接。”

“同时，通过增加操作时间和提

升连接速度可显著节约成本。”

最新一代的系统还配有一个手持

式无线遥控器，便于船员灵活地操作 

系统。

除了遵守严格的环境责任之外，

穿梭油轮还需要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 

运行。

这些系统大多都在北海、巴西海

域及俄罗斯北极圈一带使用。因此，

第五代Pusnes船艏装载系统专门针

对-20°C 至+45°C的环境温度而设计。

高效的液体货物装卸

船艏装载系统包含两个集成单元：软管

处理系统和大缆系泊系统。

软管处理系统含有一个20”船艏

装载耦合器，位于船舶中心线的前部。

耦合器与来自卸载平台或FPSO / FSO装

置的Pusnes软管端部阀门相连接。

Pusnes无力矩船艏装载耦合器是系

统的重要部件，它可以使耦合器跟随

软管一同运动。系统包含一个软管绞

车，用于在连接和断开阶段收回和操作 

软管。

大缆系泊系统包含一个可调节的

滚轮导缆器、一个锚链掣链器和一个双

卷筒摩擦绞车（用于串联装油时的系泊

操作），它们全都位于平台甲板之上。

锚链掣链器采用液压操作和自锁

方式，可在全设计载荷下释放。在锚链

掣链器后面设有一个导轮，内置测力销

轴，与摩擦绞车一同工作。系统还带有

一个储绳卷筒或容器，用于装载时存放

信号缆。

  新一代BLS系统能够在

海浪高度不超过有义波高

4.5米的情况下连接装油

管，连接角度可达110度。

这比我们之前的系统多出

了50度”
Stein Are Ander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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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绳起重机的建造
进入最后阶段

麦基嘉的首台纤维绳深海起重机

FibreTrac目前正处于最后建造

阶段，将于今年晚些时候进入市场。由

Parkburn负责提供的深水绞车已在英国

成功通过初始测试，随后交付给麦基

嘉位于挪威的克里斯蒂安桑（Kristian-

sand）工厂，目前正在该工厂进行起重

机装配。

麦基嘉于2016年推出了合作开发的

纤维绳起重机系列——结合了麦基嘉成

熟的深海起重机技术与英国Parkburn -

Precision Handling Systems公司完善的纤

维绳张紧技术。

设立新的标准

“我们对新技术很有信心，为了展示起

重机的作业能力，去年我们开展了针

对该系列产品的建造、认证和验证计

划，”麦基嘉先进海工系统部业务发展

副总裁Ingvar Apeland介绍说,“我相

信这款起重机将成为最早进入全球市场

的最先进的纤维绳折臂起重机之一。”

FibreTrac起重机装配有一个麦

基嘉的储绳绞车，可容纳4,000米长

的88毫米绳索。FibreTrac起重机是按

照DNV GL标准规范设计和建造的。 

“满足DNV GL的严苛规定，可以为长

期使用该项技术的最终用户带来更多信

心，”他指出。

交付后，FibreTrac起重机的安全工

作负载（SWL）将达到150吨，并搭载

一套先进的绳索监控与管理系统，有助

于延长绳索的使用寿命，并随时向船舶

运营商提供清晰的绳索状况信息。安装

有最新的控制系统，该起重机可通过麦

基嘉的OnWatch Scout功能向陆上提供

实时数据反馈。

对于船东而言，无论是将该技术应

用于现有起重机还是独立绞车系统，均

可采用麦基嘉的纤维绳解决方案进行改

装，并且有液压和电动两种选择。

麦基嘉纤维绳深海起重机目前正在进行关键组件测试和

起重机系统装配，不久之后即可看到其带来的所有好处

简单科学带来巨大优势  
纤维绳在水里几乎没有承载重量，所以，无论绳子放出多长，都不会增加

起重机所承载的负荷。这与使用钢丝绳的起重机形成鲜明对比，随着作业

水深加大，放出的钢丝绳重量不断增加，起重机允许载荷将会受到限制。

在进行3,000米深度的起重作业时，一台安全工作负载为150吨的纤

维绳起重机能够取代安全工作负载为250吨的钢丝绳起重机，并且可继

续进行更深水域的起吊作业。

通过利用这种纤维绳技术，起重机就能在任何深水条件下发挥其全

部起重能力，因此，相对较小的起重机和船舶，能够胜任更多的作业任

务，船东因此也能够承接更多的项目——这是最大的商业优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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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命周期的支持确保
长期的成功

任何船舶在其整个服务期间

都必须做维护，但也可对其

进行改进——麦基嘉的现代

化改造、升级和改装符合最

高安全标准，并将操作可用

性最大化

船东必须不断地对船队做以下评

估：首先，是否符合法规要

求；其次，是否安全高效。如果可进行

改进，那么船东可能希望通过升级或改

装方案来实施现代化改造。这属于专业

工作，作为一家经验丰富的供应商，麦

基嘉乐于听取客户反馈，擅长分析可采

取的措施，并最终提供最具成本效益的

解决方案。

对于商船市场的需求，麦基嘉可提

供多种现代化改造

方案。

其中包括

设备升级，

譬 如 关 键

组件或 

控制系统，以便确保设备更安全、 

高效地运行，并降低维护成本。船东

还可进一步考虑麦基嘉的货物升级服

务（Cargo Boost），作为“麦基嘉+伙

伴”概念（MacGregor PlusPartner）的

一部分，它可以提升货物装载效率，

从而挖掘现有集装箱船的收益潜能 

（第12页）。

海工领域的升级方案也很多样化，

包括能够提升船舶安全和效率的改装

和现代化改造。例如，对Pusnes海工船

艏装载系统上的管端阀（HEV）进行做 

翻修。

关键的连接

“翻修穿梭油轮上的船艏装载系统

的管端阀可为客户带来更安全、高效的

装载作业，”麦基嘉全球售后服务部技

术经理Jens Nyli表示，“我们平均每年

会接到10到15例这样的项目，该项服

务开始于1979年，这意味着我们

已经具备了丰富的经验。” 

“在实施这种翻修后，

从未出现过停工情况

或其他任何与安全相

关的问题。

也未出现过因缺乏维护或使用不当而导

致原油从这些阀门中溢出的情况，”他 

补充道。

管 端 阀 是 将 软 管 从 “ 母 船 ”

（FPSO或FSO）连接到穿梭油轮的连

接阀门。如果它出现故障，不管是何原

因，货物装卸作业都将无法进行。而且

更重要的是，如果阀门发生漏油，对环

境也会造成巨大的风险。

翻修时，所有配备Pusnes船艏装

载系统和卸载系统的穿梭油轮，比如

FPSO，都会重新装配麦基嘉原装的管

端阀备件，以确保能够连续作业。

“在这些项目中，最大的挑战是交

付期太短，”他总结道，“我们必须展

开检查，并在三周内提交相应的报告。

然后客户再根据检查结果订购翻修服

务。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采购一切必

需的零部件，通常需要4到8周的时间，

然后实施装配和工厂验收试验，以达

到DNV GL或其他第三方的认证要求。

所以说，时间很紧迫，但我们凭借丰富

的经验与合理的规划让这些项目变为 

可能。”

    翻修管端阀能

为客户带来更安

全、高效的装载 

作业”
 Jens Nyli

24 麦基嘉新闻   |   第173期



业界正逐渐转向使用环保润

滑油（EAL）和可生物降

解液压油。尽管有些具有环保意

识的船舶运营商正在主动做出改

变，但在很多海域，更为严苛的

法规驱使他们更快地采取行动。

为支持客户对液压系统进行更

改，麦基嘉推出了“绿色改造”

服务。

“我们最开始决定的是开

发出帮助客户转变为使用可生物

降解液压油的解决方案，因为润

滑油供应商没有能力提供这种

服务。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

去，”麦基嘉驻英国服务经理Paul 

Cooper说。

“选择可生物降解液压油和

可生物降解且无生物累积性的环

保润滑油，是保护环境的积极一

步，”麦基嘉全球售后服务产品

开发负责人Fredrik Daland Röhm

说。

“但是，它们也必须能够提

供与传统液压油和润滑油相比，

同等或更好的性能，因为关键的

船舶设备依赖于它们的有效性。”

完全的清洁转化

麦基嘉绿色改造服务在使用环保

液压油的同时，还采用了一种能

够准确测量液压系统清洁度的方

法。“这意味着我们能够对整个

系统改造后的清洁程度进行量

化，让船舶运营商更加放心，同

时也能证明其符合环境法规的要

求，”Daland先生解释说。

作为测试该服务有效性的一

部分，一些滚装船已经实施了麦

基嘉“绿色改造”服务，转而使

用麦基嘉GreenOcean HY 36液压

油。“其性能非常优异，客户对

改造过程以及这种液压油都很满

意，”Daland先生说。

绿色改造： 
从清洁转化中获益

麦基嘉的“绿色改造”服务可帮助船舶运营商践

行其保护环境的承诺，将液压系统使用的传统液

压油改为可生物降解液压油

扩展环保润滑油

（EAL）的产品组合
为提供成熟、环保、安全、高效益的液压油解决方

案，麦基嘉现已推出GreenOcean，进一步拓展了可

生物降解液压油与环保润滑油的产品组合。

“GreenOcean证明了我们在产品、服务及解决

方案上追求最高标准的安全与环保承诺的决心，” 

Fredrik Daland Röhm说。

目目目GreenOcean，连同GreenGrease目Greenfluid已

经获批专供麦基嘉滚装部门使用。针对其他产品的适

用性也正在进行审批，包括压缩机油、开式齿轮润滑

脂、变速箱油、水下钢丝润滑脂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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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洲间 
架起桥梁，消除差异

麦基嘉所交付的滚装产品享有盛誉，客户遍布全球； 

且在欧洲船东与中国船厂之间架起了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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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欧洲船东期望到中国建造新的滚装船时，往往需

要经历不熟悉的流程；滚装船部门销售与市场总监

Andreas Behr解释了麦基嘉如何利用自身的经验为

客户带来更多价值

）  们可发挥桥梁的作用，

让船舶建造过程更流畅，

对复杂的合同安排提供指

导，确保最终产品的质量；

实现双赢”
Andreas Behr

麦基嘉正在那些在中国造船的

欧洲船东与为其建造滚装船

的中国船厂之间架起桥梁。双方之间的

差异包括许多复杂问题，它们会影响整

个新造船过程的效率以及船东的信心。

在欧洲，设计公司通常受欧洲船东委

托，为整个新造船设计过程提供支持，

但他们的主要问题是，能力仅限于设

计，而缺乏全局观。我们是经验颇丰

的“老手”，可提供更广泛的专业知

识。这一优势延展到新造船的整条价值

链，从设计到制造、安装和调试，为每

个阶段增加价值。滚装领域所独有的特

点是，许多船东通常5-10年才会建造新

船以更换吨位，或补充船队，因此每一

次新造船基本上都是从头开始。

对于任何船东而言，这些都是大

型、复杂的项目，对滚装船船东来说尤

其是，因为此类项目不多见，只有少数

滚装船船东才具备大规模、经验丰富的

内部团队。

再加上语言和文化差异，又相距

甚远，欧洲渡船船东想要在中国造船就

更为复杂而困难。而麦基嘉可在此过程

中提供全面的解决办法。

强大的支持方案

首先，我们拥有核心竞争力的滚装产

品，包括数十载在全球各地成功交付的

历史。我们还具备市场上覆盖面最广的

全球售后服务能力。最后，我们能够同

客户，包括中国船厂和欧洲船东，保持

紧密联系，因为我们在中国有设计团

队，在欧洲有设计和服务团队。

三年前，我们在麦基嘉上海办公

室组建了滚装团队，现在已作为独立的

业务区域运营。当收到来自中国船厂的

问询时，我们能够通过本地团队所掌握

的知识作出响应，这样通常可以消除文

化和语言差异。不过，麦基嘉整个组织

在背后的支持也可提供宝贵的帮助。

这样就能为所有船东提供强大的支持 

方案。

当船东选择在中国造船时，他们

自然会追求成本的节约（相比选择欧洲

船厂时），但对最终产品的性能要求却

不会降低。因此，很多问题都攸关利

益，这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与选择在

欧洲船厂造船相比，需要船东同样多的

关注和投入。

整体分析方法

我们的整体分析是从全局来考量船舶货

物通道的设计，同时还会为整个造船过

程提供支持。因此，我们首先要确保船

东所获得的产品在最终能力和性能方面

匹配其预期的服务能力。这样可最大

限度地提升运营绩效，缩短靠港时间，

这是滚装船和客滚船运输中的两个关键 

指标。

其次，当招标程序开始后，我们

可以在该阶段帮助引导船东，因为我们

对这个过程非常熟悉，可以让船东安心

无忧。

在客户之间进行协调

提到客户时，我们想到的往往是船东，

但实际上更多时候客户是船厂，所以需

要将双方联系起来。我们可在他们中间

发挥桥梁作用，让船舶建造过程更流

畅，对复杂的合同安排提供指导，确保

产出优质的最终产品；从而实现双赢。

麦基嘉所交付的滚装产品享誉全

球，并且与中国船厂及设备制造商伙伴

具有长期的合作关系，成果斐然。再加

上强大的本地服务能力，经验丰富的

设计与销售团队直接同欧洲船东进行合

作，能为您带来更多价值和保障。

麦基嘉所交付的滚装产品享有盛誉，客户遍布全球； 

且在欧洲船东与中国船厂之间架起了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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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车辆轧过金属坡道末端时，会

发出熟悉的“哐当”声，这对

于在港口周围生活和工作的人而言已

经习以为常。日夜不间断地装卸车辆

使这一问题显而易见。而且，声音通

过水面后会被放大，让港口噪音问题

更为严重。

这正是欧洲领先的渡轮运营商

DFDS曾经面临的问题，但受困扰的绝

不止这一家。“滚装船在哥德堡港口

进行装卸时，DFDS遇到了噪声级问

题，”麦基嘉全球售后服务部丹麦与

瑞典分部经理Magnus Göransson解释

说。

“大多数投诉并非来自生活在

港口附近的人，而是来自海湾对面

Långedrag休闲区域；真实反映出了声

音传播的特点。”

“通过与麦基嘉不同的专家团

队合作，我们最终想到了这一解决方

案，”他继续说道，“我们现已推出

一款产品——软翼板（Soft Flap），

它取代了之前用于坡道末端的钢制翼

板。软翼板解决了车辆驶过坡道的钢

制翼板时产生的噪音污染问题，从而

消除了这些翼板的疲劳问题，并去

除了所有可能损伤车辆轮胎的锋利 

边缘。”

静音：是一项重要成果

2017年底，在哥德堡港口的Kaj 700

栈桥上成功完成了首次安装。“效果

显著，再也没有噪音了，”Göransson

说。“DFDS将会给更多的滚装船配备

软翼板，其他领先的渡轮运营商以及

众多港口也已经选择这一创新的解决

方案。”

软翼板采用工业聚合物制成，可

抵抗化学品、油、紫外线、海水和机

械损伤。翼板的极限温度与麦基嘉滚

装船设备相匹配；在-20°C以下，它

们会变硬，并且能轻松应对-40°C而不

会变脆。在高温情况下，它们可耐受

80°C以上的温度。

“你可以对其进行切割、钻孔或

锯开，以生产出优质的最终产品，”

他说，“我们的软翼板样品现已使用

近两年了，尽管有日常磨损，并且需

要承受非常硬非常重的负载物，它们

还是和新的时候一样好。”

麦基嘉的软翼板可用于新船，也

适用于改装，它替换方便，颇具成本

效益。

坡道软翼板创新 

有助于降低 
港口作业噪音
作为创新的解决方案，麦基嘉软翼板（Soft Flaps）不仅能降低

港口作业噪音，还能消除钢制坡道末端结构的疲劳问题；船舶

运营商和港口方都已经发现了这些优势。

效果显著，再也没有噪

音了” 
Magnus Göransson

DFDS将会给更多的滚

装船配备软翼板，其他

领先的渡轮运营商以及

众多港口也已经选择这

一创新的解决方案”
Magnus Göran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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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甲板起重机降入水

中后，泵机可使用电动

离心机将网里的鱼吸到

甲板上。



专业知识的扩
展推动渔船船
队的发展

麦基嘉Triplex致力于为渔业和科考船舶领

域的客户提供服务，Rapp Marine加入后

增强了在该领域的服务能力；最新进展为

电动渔泵和起网机，来自其更广泛的产品

组合

在许多国家，渔业都是一个重

要的经济成分。麦基嘉于

2013年收购了挪威主要渔船设备品牌

Triplex，开始在全球渔业市场有突出 

表现。

“凭借Triplex甲板处理产品组

合，麦基嘉在渔业领域及为研究和高

端专业船舶提供支持的市场中占据重

要的地位，”麦基嘉先进海工系统部

副总裁Høye Høyesen说。

麦基嘉于今年2月份将Rapp Marine
加入其产品组合,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其

在渔业和科考船舶领域的地位。

“Rapp Marine团队成员和技术的

加入，进一步巩固了我们在这些领域

的地位，”Høyesen补充说。

“我们希望为新老客户带来更多

创新且配备良好支持的产品和服务。”

拥抱机遇

“现在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来为客户服

务，”麦基嘉旗下Rapp Marine技术总

监Ben Bolsøy说,“通过与麦基嘉Triplex

品牌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我们能进

一步开发出让客户获益的方案。

“多年来，我们一直乐于分享工

程技术，并专注于自身领域内的最新

发展，”Bolsøy先生补充道,“我们尤

其希望与科考船舶领域以及先进的渔

船船队分享我们的专业知识。我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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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麦基嘉旗下，因此能提供全套的设

备和服务方案。在当前的市场上，这可

以为我们的客户带来巨大优势。”

统一后的产品组合的最新进展就是

全新的Rapp Marine全电动离心渔泵，

它能将功耗需求和环境影响降至最低。

通过甲板起重机降入水中后，泵机可使

用电动离心机将网里的各种远洋鱼类吸

到甲板上。

成功的替代方案

“整个渔业产业都亟需新设备，” 

Bolsøy先生说。“作为麦基嘉的一部

分，我们现在能为更广泛的客户群体提

供这款新产品。

“这一革命性的全电动系统旨在

替代业已过时的液压装置，从而大大减

少功耗，并降低环境影响，”Bolsøy先

生解释道。

“新型渔泵还会减少对鱼造成的

损伤。”

“1994年，Rapp Marine开发出一

台专注于排量和功耗的渔泵，并最终成

为该领域市场上最好的泵产品。但是，

该产品仍有改进空间，尤其是需要尽可

能减小在从鱼网将鱼吸到船上的过程中

对鱼造成的损伤。”

人们日渐意识到富含鱼类的饮食为

健康带来的益处。这不仅增加了市场需

求，还对捕鱼方式提出更高的要求。

市场上的最佳选择

“鱼类是有价值的商品，如今，在可持

续渔业和鱼类品质方面具有不小的增

值空间，”他说，“凭借这一新的设

计，我们相信我们现在能够为市场提供

最好的渔泵。正因如此，该产品的开发

才会受到很多关注。市场上真正需要的

不仅是功耗低、环保，而且还能确保更

佳的鱼类品质，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的 

产品。”

由于采用电机设计，这款新泵的效

率高达85%，而麦基嘉Rapp Marine的

顶级液压渔泵也只有50%。另一个重要

优势是能杜绝液压油意外泄漏到海水中

的情况，从而避免对环境的潜在危害。

“当我们将焦点放在环境和污

染上，杜绝不测事件就显得至关重

要，我们的电动系统可成功实现这一

点，”Bolsøy先生强调说。

尽管该泵的使用寿命与液压泵相

同，但由于传动系统中的部件较少且电

  我们希望为新老客 

户带来更多创新且配备

良好支持服务的产品和

服务。”
Høye Høye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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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科考船舶领域提供先进的产品

和服务



气元件更换方便，系统在整个生命

周期内的维护成本更低。

Bolsøy先生相信这款新泵相比

之前的液压渔泵有很大的进步，渔

船自然都会做改装，市场份额也会

大幅增加。“液压渔泵可能仍然占

据约20-30%的市场份额。但是当

我们可以交付这种全新的电动系统

后，预计会有大量的老旧液压泵被

替换掉，因为电动系统带来了太多

的好处。”

凭借这一新的设计，

我们相信我们现在能

够为市场提供最好的

渔泵。”
Ben Bolsøy

电动起网机在效率、能耗和噪音方面
都设立了新标杆

今年晚些时候，挪威Peter Hepsø Rederi公

司一艘名为Rav的拖网渔船将开始使用麦基嘉

Triplex电动起网机，产品将于2018年10月在丹

麦Karstensens Skibsværft进行交付。

这种新型电动起网机相比传统液压系统，

具有占地面积小的优点，从而能为甲板留出更

多可用空间，并减少能源和燃料消耗。同时，

噪音也小得多，这有利于提高船员的态势感知

力，并改善工作环境。此外，不再依赖液压油

的系统也是其环境优势之一，可避免液压油意

外溢漏到周围环境中。

由于电机具备瞬时启停功能，同时，电动

系统在使用一套更为灵活的控制系统后，在运

行时能密切监控机械装置，因而具有更高的 

精确度。

渔船设备从液压系统向电动系统的转变引人

注目，麦基嘉Triplex销售经理Johnny Valle表

示。“Triplex电动起网机能提供目前市场尚未

发掘的惊人优势。事实上，产品本身具有非常

大的说服力，让人很难不去考虑安装新系统或

改装原有系统，起网机的操作得到了全方位的

改善，并且其投资回收期只有数月时间。”

电动起网机满载下的最大设计牵引能力为50

吨。每台起网机都可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而进

行设计安装，同时配备不同的电机配置和操作

系统。其控制系统已经过优化，准确性更高，

并可从甲板或桥楼的控制面板上进行操作。

33第173期   |  麦基嘉新闻

麦基嘉全新的Rapp Marine全电

动离心式渔泵可降低功耗，减小

环境影响



正如麦基嘉希望通过开放式合作来

拓展自身的专业知识一样，业

界也常常需要寻求麦基嘉的专业意见。 

“经验是无可取代的，”麦基嘉货物

配载与系固能力中心技术经理Mikko 

Sinivaara表示。“作为一家公司，我们

在货物装卸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作为

个人，我们中有很多人都将自己几十年

的专业能力融合到同一个领域。当需要

对技术进行更深的理解时，行业就会重

视这其中的价值。

“譬如，我们尝试确保入级规范的

相关性，不要过于严苛，但同时又不能

太宽泛，或无法实现，”Sinivaara补充

说。

“基于我们的长期经验，我们可以

提供安全方面的指导，在如何规避意外

事故和/或业务损失方面为相关方提供 

建议。”

为海运承保人提供协助

瑞典保赔协会（Swedish Club）最近就

合作报告中相关散货船的湿损征求了麦

基嘉的专业意见，旨在应对湿损索赔问

题。这家领先的海运保险公司感谢麦基

嘉对其编制报告所提供的支持，尤其对

Sinivaara先生表达了谢意。

这份由麦基嘉和DNV GL一同参与

编写的报告呼吁散货船船东关注船舶的

基本维护。

报告指出，有34%已投保的散货船

在2017年遭遇货物索赔情况，相比2014
年增幅达75%。2008年到2017年间，恶

劣天气和舱口盖漏水成为最常见和代价

最高的散货船索赔原因；单起湿损货物

索赔的平均成本接近110,000美元。

根据其在舱口盖维修与保养方面的

丰富经验，Sinivaara先生表示：“打造一

套安全的货物装卸系统需要结合多种因

素，包括舱口盖强度和风雨密性等重要

因素。”舱口盖必须进行适当的维护，

尤其是密封系统，以免发生海水进入货

仓的情况。”

量身打造的培训材料

许多客户都会要求麦基嘉提供专家培训

材料。Sinivaara先生最近在波兰为总部

位于塞浦路斯的船舶服务公司Intership 

Navigation进行了一场定制的客户培

训。参加培训的甲板高级船员能够收获

专家们经过数十载所积累的知识。

为全行业提供专业意见
我们丰富的专业知识可为管理当

局、政策制定者、船东及船舶运

营商提供支持。凭借数十年的努

力，麦基嘉已成为业界公认的意

见专家，尤其在安全方面

Mikko Sinivaara：“经验是 

无可取代的”

基于我们的长期经验，我

们可以提供安全方面的指

导，在如何规避意外事故和/

或业务损失方面为相关方提

供建议。”
Mikko Siniva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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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 Office:
Tel: +65-6597 3888
商船:
• +65-6261 0367
marineservice.sgp@ 
macgregor.com
海洋工程:
• +65-6861 3922  
ofs.sgp.aftersales@ 
macgregor.com
Singapore Office (Hatlapa):
hatservice@macgregor.com
Singapore Office (Pusnes):
pusnes.singapore@ 
macgregor.com

瑞典
Enköping Office:
Tel: +46-171-232 00
aftersales.enk@macgregor.com
Gothenburg Office:
Tel: +46-31 85 07 00
• +46-31 85 07 00
service.got@macgregor.com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Abu Dhabi Office:
Tel: +971-2-554 1690
• +971 50 6408 823
sales.uae@macgregor.com
Dubai Office:
Tel: +971-4-4562 863
• + +971 50 6408 823
sales.uae@macgregor.com
Fujairah Office:
Tel: +971 9 228 2338 
• +971 50 6408 823
sales.uae@macgregor.com

英国
Aberdeen Office:
Tel: +44-1224-347 050
• +44-7921-473 427
service.abn@macgregor.com
Newcastle Office:
Tel: +44-191-406 5100
• +44-7768-334 419
prt.service@macgregor.com
Peterhead Office  
(Rapp Marine):
Tel: +44-1779-490 044
rapp.office.uk@macgregor.com
Portsmouth Office:
Tel: +44-2392-210 703
• +44-7768-334 419
prt.service@macgregor.com

美国
Chesapeake Office:
Tel: +1-757-558-4583 
• +1-757-558-4580
malcolm.hodges@ 
macgregor.com 
Dutch Harbour Office:
Tel: +1-907-581-2502
rapp.dutchoffice@ 
macgregor.com
Houston Office:
Tel: +1-346-888 2030
• +47-90-053-924 
pusnes.houston@macgregor.com
Seattle Office:
Tel: +1-206-286-8162
rapp.office.us@macgreg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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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字化解决方案为您
创造价值
依托数十年的丰富经验，麦基嘉数字化解决方案通过改善效率、性能、可靠性及安全性， 

为您的运营创造出更多的实际价值。

智能货物装卸解决方案让您从现在开始获益。

www.macgregor.com
Designed to perform with the sea


